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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
 
報告單位：學生事務處 
資料時間：112 年 2 月～112 年 4 月 
 

課外活動指導組 

一、 【學校暨社團活動】 

（一）舉辦藝術永續－創意無限，貨櫃屋空間外牆設計提案計畫，鼓勵學

生參與美化新空間，青年創意自主，於 3/10 截止。 

（二）已於 3 月底前完成「111 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暨第 5 次工作會議」，

預計於 4/10（一）召開「111 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暨第 6 次工作會

議」；預計於 4/24（一）召開「111 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暨第 7 次

工作會議」。 

（三）預計於 3/22（三）中午於行政大樓前廣場，與天文館合辦觀測太陽

暨學務處宣導活動。 

（四）2 月完成更新社團空間學校場地租借系統－綜合宿舍團體教室及貨

櫃屋。制定社團空間及器材借用規範公告社團，並於 3/2 前接受

111-2 社團使用空間時段申請及經費補助事宜。 

（五）輔導北藝大藝術服務隊 3/4-5 參與教育部青年績優團隊決選簡報及

頒獎典禮。 

（六）推薦 111 年本校社團評鑑第一名北藝大藝術服務隊參與 112 年度

3/25-26「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」。 

（七）獲教育部 112 年學務特色主題計畫部分補助 22.5 萬元整，預計 3

月底完成修正計畫書及經費表報部。 

二、 【服務學習】 

（一）2/6-8 與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－星樂小站合作於本校舉辦快樂

星星 14 藝術冬令營。 

（二）111-2 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提案及深耕藝術媒合服務學習專案補助

申請，於學期第四週完成並開始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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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3/6 及 3/20 週會時間辦理兩場服務學習素養培訓課程，並協助專案

TA 媒合，共 23 位同學報名。 

（四）3/27 服務學習週會講座於國際會議廳報名 100 人上限，邀請戲劇碩

陳敬萱校友分享「小丑醫生」。 

（五）預計 3 月底辦理本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 112 學年度相關課程及

活動。 

（六）開學第 9 週實施大三～大四服務學習點數預警通知，請各系辦助教

協助。 

三、 【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】 

（一）112 年度工讀金業於 1 月 1 日調整時薪為 176 元，本年度除依各單

位工讀生員額及學生比例調整工讀金預算分配，將另於學生公費總

預算留控 10%以支應各單位保費，各單位工讀金將比往年略有縮

減，囿於經費有限，請各單位通盤考量全年度業務及活動規劃妥適

分配必要之工讀人力。 

（二）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訂於

3/10 前受理申請。 

（三）111 學年度博碩士獎學金預計申請時間為 3/15～4/15 止，所有申請

表格、申請資料請學生送所屬系所辦公室進行初審。 

（四）111 學年度圓夢助學金訂於 4/1 開始受理申請，申請書及證明文件

請送至課外活動指導組。 

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

一、 111-2 原住民獎助學金於 3/17 前受理申請。 

學生住宿中心 

一、 【配合 111-2 學期開學，協請總務處協助事項】 

（一）2/1-2 日，由保管組協助「女二舍」及「綜合宿舍」公共區域之清

洗及整理。 

（二）2/11-12 日為 111-2 學期開學前宿舍入住日，為方便住宿生家長開

車進入校園協助搬運行李，援例協請事務組同意是日免收停車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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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【學生校外賃居】 

（一）持續與生輔組共同辦理本學期校外賃居訪視工作，並依教育部指示

加強宣導一氧化碳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定型化契約等相關注意事項。 

（二）預定於 5/01（一）10:30～12:10 辦理「賃居安全講座」，宣導校外

賃居安全注意事項。 

三、 「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」第 12 期應支付利息（55 萬 0,037 元）

及攤還本金（312 萬 5,000 元）共計 367 萬 5,037 元，款項已匯入第一商

銀。（預定 6 月申請教育部銀行貸款利息補助） 

四、 【相關事項宣導】 

（一）112 學年「研究生宿舍」開放（舊生）登記申請：4/06-12。 

（二）112 學年「特殊原因」申請住宿受理申請：4/11-18，未依規定時程

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 

（三）112 學年研究所新生住宿登記申請：4/24～5/03。 

（四）112 學年「學生宿舍自治會」幹部徵選報名：4/11-20。 

（五）112 學年「綜合宿舍」、「女一舍」及「女二舍」開放（舊生）登記

申請：4/26～5/03。 

生活輔導組 

一、 【校園安全】 

（一）111-1 學期校安通報總件數為 219 件，其中疫情通報計有 152 起、

車禍事件計有 11 起（校內 8、校外 3）、公共安全事件 9 起、傷病

送（就）醫 12 起、性平事件 12 起、自殺（傷）14 起、犬貓事件 2

起、其他 7 起。 

（二）其中車禍件數較去年同時期（110-1 學期：24 起－校內 13、校外

11）明顯減少，然性平事件則略為增加（110-1 學期計 7 起），請各

單位加強對教職員生宣導配合校內交通安全政策，行經危險路段時

（減速墊）務必配合減速；另對於性平教育宜再加強教育宣導與輔

導，以期降低類案件數。 

二、 【交通安全】 

（一）111-1 學期共計發生 11 起（校內 8、校外 3）交通事故，校園內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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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8 起（車禍熱區為女一舍前及阿福草餐廳及戲舞大樓前），校園

外計有 3 起車禍事件，其中一件為 A1 類交通事故（死亡）。由於

校園外車禍危險性遠大於校園內，故籲請大家在駕駛汽機車時除務

必遵守交通規則外，更須擁有預防駕駛觀念，始能提升行車安全。

綜觀本校常見之車禍肇因為車速過快（應減速未減速）、支道未禮

讓主幹道（未停車查看）及未注意車況（輪胎及剎車）等。 

（二）另學校自 111-1 學期裝設減速墊（路凸）後，發現許多同學行經減

速墊時並未減速，或在跨越減速墊後即刻超速，甚至未戴安全帽，

此舉不但危及自身安全更易造成車禍事件發生。惠請各系所利用各

項時機向學生宣導以維護自身及校園安全。 

（三）為強化本校學生交通安全意識，本組將於 4/24（一）上午 10：30

週會時間假國際會議廳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講堂，邀請臺北市政府交

通警察大隊主任秘書林洸賢講師蒞校講演，參加對象為各系一年級

及舞蹈先修班同學，其他年級同學歡迎報名參加。 

三、 【校園菸害防制宣導】 

（一）生輔組每日不定時巡查輔導，統計 111-1 學期（111/8/1～112/1/31）

共勸導 44 男、41 女共 85 人次，籲請各位師生及同仁持續協助勸

導，以維護校園清新環境。 

（二）《菸害防制法》修正案，業於 112/2/15 經總統公布，依該法第 47

條規定：「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俟行政院訂定施行日

期後，將全面施行。本組依教育部指引擬定分工事項，並會請相關

單位配合辦理，請各單位務必依照分工事項於施行日期前完成，避

免因違反菸害防制法而受罰。教育部律定分工事項如下： 

 1.衛教宣導：含對教職員工生各面向的宣導。 

 2.環境營造：含撤除吸菸區、校園出入口設置禁菸標示等。 

 3.戒菸教育輔導：對未滿 20 歲之教職員工生戒菸教育輔導。 

 4.校園巡查：《菸害防制法》規定，所有教職員工均負有責任勸阻校內

違規吸菸者，各管理單位均應不定時不定點派員巡查。 

 5.菸害通報窗口：提供師生反映菸害問題之窗口，並即時處理違規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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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違規人員懲處：對於違規吸菸人員，依其身分及對應之校內規定增修

相關罰則。 

 7.課程教學：相關單位應協助將校園禁菸、菸品危害與戒菸等議題融入

專業課程或通識課程教學中。 

四、 【藥物濫用防制宣導】 

（一）「大麻」為中樞神經迷幻劑，國內列為第二級毒品。大麻長期使用

會造成記憶、學習及認知能力減退、體重增加、免疫力降低、不孕

症及對周遭事務漠不關心之「動機缺乏症候群」。另吸食大麻可處

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持有大麻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

20 萬元以下罰金，籲請師生勿吸食大麻，以免違法又傷害自己的

身體。 

（二）本校原有特定人員 2 員，其中校車司機依規定每年於暑假結束前使

用快速檢驗試劑檢驗，另一名學生已於 1/31 畢業，提醒各系所如

有符合是類學生，還請告知生輔組列入特定人員，特定人員類別： 

 1.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（含自動請求治療

者）。 

 2.各級學校休學、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，有事實足認有施

用毒品嫌疑者。 

 3.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。 

 4.前三項以外之未成年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，並取

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。 

 5.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。 

五、 【兵役宣導】 

（一）94/1/1 後出生之役男，自 113/1/1 起回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為期 1

年，義務役二兵薪資將調漲至 2 萬 6,307 元；另 94 年次以後之役

男，申請改服替代役，須符合家庭因素及宗教因素等二類，役期、

薪俸比照義務役士兵，惟以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，役期調整為 1

年 2 個月。112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及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先修班

學生，多數為 94 年次後役男，籲請各單位協助向學生宣導，妥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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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規劃。 

（二）本學期至 3/1 止，學生兵役緩徵、儘後召集申請人數共 117 人次，

其中 93 年次新生與復學生緩徵申請計 82 人次（93 年次新生 68 人

次），延修生緩徵申請計 3 人次，復學生儘召 17 人次，延修生儘召

申請 2 人次、儘召消滅申請 13 人次。 

六、 【學生缺曠管理】 

（一）111-1 學期之學生公假案業已奉校長核定，公假總表已轉發各教學

單位運用，並惠請教務處課務組同各課程相關資料一併送交各任課

老師參閱。另請各單位務必於行前於學生線上請假系統提出申請，

以利缺曠管理。 

（二）本組業已於 2/1 假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召開「學生線上請假系統上

線實施後執行現況檢討暨改善會議」，由各教學單位代表及電算中

心出席參加，會議決議：為使學生假單能及時處理，自學生請假單

送出 7 日後若未審核時，系統自動將假單送往下一審核人，另學生

於請假系統提出請假申請時，即由系統主動發送 email 通知導師及

任課教師。 

七、 【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】 

為加強宣導校園尊智慧財產權觀念，籲請各教學單位積極輔導並提醒學

生使用正版教科書（含二手書），勿非法影印書籍、教材，以免侵害他

人著作權，本組已於 3/20（一）10:30 週會辦理智慧財產權講座，邀請智

慧財產權服務團黃上上律師，分享「智慧燦爛．躍升財產－談談智慧財

產」，加強學生對智財權之認知。 

八、 【導師業務】 

（一）已針對本學期異動之導師，補發本學期導師聘函。 

（二）將俟本學期教師鐘點確定後，續辦本學期導師費簽核事宜。 

衛生保健組 

一、 【健康服務】 

（一）門診醫療：本學期門診駐診醫師為台安醫院神經內科張秀文醫師，

看診時間為隔週四下午看診乙次，物理治療服務維持每週二及週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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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，如有醫療看診需求可洽詢衛保組。 

（二）特約醫療院所及藥局：為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更多醫療資源服務與

優惠，112 年度特與關渡醫院、家康牙科診所、鴻恩診所實康復健

科診所、祐民聯合診所、萬信藥局等單位簽訂特約，相關優免說明

已公告於衛保組網頁最新消息項下。 

（三）考試醫療救護工作：2/18-20 音樂系學士班招生考試、3/2-7 碩博士

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、3/16-18 舞蹈系七年一貫制招生考

試、學士班單獨招生及個人申請考試 4/21-27。 

（四）COVID-19 防治： 

 1.配合鬆綁室內口罩政策，教育部修訂相關校園防疫規定，摘要如下： 

  （1）3/6 起於各級學校、幼兒園、課後照顧中心、補習班，實施室內

空間原則「自主佩戴口罩」措施。 

  （2）考量學校教學需求，各級學校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

識後，可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，學校得自行決

定採取佩戴口罩措施。 

  （3）各級學校健康中心、校車、校園接駁車等比照指定場所（醫療

照護機構、公共運輸）之規定，仍「應戴口罩」。 

  （4）以下特殊情境建議要戴口罩：發燒或呼吸道症狀、年長者或免

疫低下者外出時、人潮聚集且無法保持適當距離或通風不良之

場合、與年長者或免疫低下者（尤其是未完整接種疫苗者）密

切接觸時。安全。 

 2.為便利師生臨時所需，衛保組已提供各單位防疫窗口外科口罩一盒，

提供有需求師生索取。 

 3.自主防疫指引：2/7 起 0+7 自主防疫指引調整摘要如下： 

  （1）篩檢時機：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，

並於自主防疫地點休息。 

  （2）防疫處所環境條件：符合「1 人 1 室」（獨立衛浴）條件之自宅、

親友住所或旅館與民宿為原則；倘能於每次使用浴廁後均能適

當清消，則可於不含獨立衛浴設備之個人專用房間自主防疫；



3-8 

倘家戶中所有同住者或同行者皆為自主防疫對象，可不受「1

人 1 室」之限制。 

  （3）注意事項： 

   A.外出、上班、上學期間全程佩戴口罩，維持社交距離，有飲食需

求可暫免佩戴口罩，並於用畢後立即佩戴口罩。 

   B.有用餐需要，得於餐廳內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。離開座位時及

餐點使用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罩。 

   C.避免前往醫療機構及長照機構。如有必要前往，需具當日快篩試

劑陰性證明。 

   D.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（包括 65 歲以上長者、6 歲以下幼童、

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等）。 

（五）學生團體保險業務：辦理 111-2 學期學生保險加退保業務，本學期

保險繳費期限至 3/12 止。 

（六）救難包物資整備：寒假期間已完成各棟建物救難包衛材汰補事宜。 

二、 【餐飲衛生】 

餐盒衛生檢驗：擬於 4 月抽查本校餐廳業者販售之盒餐食品送台北市衛

生局檢驗室檢查，並公告檢查結果。 

三、 【菸害防制宣導】 

（一）擬於 3/22 中午配合課指組與天文館合辦觀測太陽於行政大樓前廣

場辦理學務處聯合宣導活動。 

（二）提供師生戒菸資源及轉介，有意願者接受戒菸治療服務之師生可連

絡衛保組協處。 

學生諮商中心 

一、 【心理諮商】 

（一）111-2 學期（112/2/13～3/3）個別諮商達 157 人次（58 人），來談

議題排序分別為：情緒困擾、家庭議題、情感問題。 

（二）諮商中心因諮商、晤談、成長團體、工作坊等活動，談話及活動性

質緣故無法開門窗且空間較小，為維護大家健康，自 3/6 起進入諮

商中心戴口罩原則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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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諮商（含初談、預約等）、晤談、工作坊、成長團體等，於諮商及活

動進行時成員皆須全程配戴口罩。 

 2.若體溫超過 37.5 度或出現感冒症狀，建議就醫並在家休息，待康復後

中心再協助進行諮商安排或改以通訊方式諮商。 

 3.進入諮商中心（含資源教室）非諮商或團體室區域洽公，得自主配戴

口罩，倘若有疑似感冒症狀仍須全程配戴口罩。 

二、 【心理衛生教育推廣】 

（一）3/6～3/27 辦理「心的陪伴與伸展」舞蹈系先修班級輔導活動，預

計 9 場。 

（二）3/15～/5/3 辦理「你可以做得到~關於目標與實踐的修煉」強化意

志力成長團體，預計 7 場。 

（三）3 月辦理會心志工培訓工作坊～壓力與情緒之身體覺察。 

三、 【生職涯諮詢輔導】 

（一）2/20 起陸續聯繫大學部四年級班代，以安排「下一站，幸福」畢業

班級輔導拆信活動，以協助準畢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。 

（二）2/20 與劇設系合辦校友講座，邀請卿孝德校友分享「想在海外工作，

一定要出國念研究所？從獅子王音樂劇、太陽馬戲到環球影城」主

題；4/24 與舞蹈系合辦校友講座，邀請洪綵希校友分享海內外舞蹈

專業發展現況，提供在校生生職涯規劃參考。 

（三）3/20 及 3/22 分別邀請藝管所校友莊菀萍（飛人集社劇團經理、台

北小花劇團負責人）及科藝所校友葉彥伯（何理互動設計有限公司

執行長暨負責人）擔任生涯諮詢業師，提供學生一對一諮詢，預計

服務 6～12 位學生。 

四、 【資源教室】 

（一）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相關作業資料彙整及申

請。 

（二）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舉辦、依學生需求發送學生資料

知會表給任課老師。 

（三）規劃與辦理障礙平權主題系列活動電影欣賞：4/18（二）〈喬瑟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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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與魚群〉、5/23（二）〈不看鐵達尼號的男人〉。 

五、 【性別平等教育推廣】 

（一）規劃 111-2 學期性平日（預計於 4/20 辦理）相關宣導活動。 

體育中心 

一、 112 年大專全國大專運動會，北區預賽比賽日期 3/25-31 日，本校參加羽

球團體賽、個人項目及網球個人項目，將持續強化訓練，爭取佳績。 

二、 本中心體適能中心（健身房）於 3/1 日開始每週二下午 5:00～7:00 免費

開放（寒暑假不開放），聘請專業工讀生管理，希望藉由優質之室內運

動休閒環境，提供教職員工生紓解身心壓力，促進身心健康。 

三、 112 年 3/20-22 日辦理 111 學年度第一屆系際盃籃球錦標賽，希望藉由團

隊運動比賽培養校內良好運動風氣，增進彼此情感、以及各系間的互動，

達到強健身心及運動素養之成長。 

四、 本校游泳池已於 111 年 12/1 正式對外營運，凡本校專任教職員生均有優

惠，寒、暑假游泳訓練班凡專任教職員（含子女）享有 9 折優惠。營業

時間均有針對本校教職員生開放專用水道，請喜愛游泳的教職員生可多

加利用。 

 


